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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街口管家桥63号院内一楼

分类广告价格:
正文：3元/字；1.5元/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免费；加框：30元/次；照
片：70元/张/次（1.6CM*2CM）；段
首大字：5元/字。

○开户许可证○身份证遗失○代码证遗失
○就业证遗失○学生证遗失○营业执照
○税票税务证○企业公告○寻人寻物○其它

便民服务受理点：

户部街33号天之都大厦2922室
电话：84463289

中山门大街699号马群花园城
电话：13813874450
新街口华侨路华夏大厦1008室
电话：15951803813

六合区电话：13770889941
高淳区电话：18851706055
江宁区电话：18913398444
溧水区电话：17715255635

扫码自助登报

公告信息

※ 公 告 ※
减资公告 南通林夕之梦家
用纺织品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20684MA22ALWT5G ）
经股东会决议拟向登记机
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金由人民币贰千万元减
至贰佰万元，特此公告！
南通林夕之梦家用纺织品
有限公司2021年10月30日
招商公告 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
拟对2022年普速列车商品
销售（含共享充电宝租借业
务）进行招商，诚邀经销商
五个工作日内致电 025-
85835392咨询报名。
招商公告 中国铁路上海局
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
拟对2022年普速列车餐料
和夜宵食品进行采购，诚邀
经销商五个工作日内致电
025-85836742咨询报名
南京恒果教育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减资公告 根据2021
年11月02日股东（大）会决
议，南京恒果教育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拟将注册资本从
500万元减至20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南
京恒果教育信息咨询有限
公司 2021年11月03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11
月 01日股东会决议，南京群
峯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2800 万元减
至 50万元，现予以公告。债
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担保。 南京群峯科技
新材料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01日
减资公告：根据 2021 年 11
月 01日股东会决议，南京远
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减
至 200 万元，现予以公告。
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提供担保。 南京远风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11月 01日

※ 遗 失 ※※ 遗 失 ※
蒋鹏遗失南京理工大学学
生证，证号：9181100X0224，
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药科大学药物科
学研究院,钟灵毓学生证，学
号：3219071049，声明作废。
遗失：高淳县砖墙镇李记五
星 水 产 品 养 殖 专 业 合 作
社。法人章一枚，声明作
废。寻回后不再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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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引爆了大伙的朋友圈。其中一则关

于“改进对学生的评价”的意见更是牵动了无数中考生家长的心。

“改进对学生的评价”指出：将推进初、高中体育学业水平考试改革，改进中考体育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执行“过程评价+基础知识+

现场测试”相结合的考试方式，逐步提高中考体育成绩权重，由过去不低于中考成绩总分的5%，到2025年提升至10%以上！

目前，我省中考体育总分为40分，而该意见的出台意味着，等到2025年参加中考的学生（2022年秋季入学的初一学生）将面临体育

考试总分可能超过80分的情况。此消息一出，又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由此，继往期与大家分享如何跑得快（教你如何像“苏神”一样贴地

飞行）后。本期，小编将结合中招体育考试中的“立定跳远”项目来和你聊聊怎样跳得远。

对于立定跳远来说，很多人会告诉你它主要是为了测试我们的下肢爆发力，要多加练习臀、腿部力量才能跳得远。虽然这么说没什么

问题，但是今天，小编想从另一个角度带你去看看那些跳得远的技巧以及它们的原理。

立定跳远距离的测量是测量
起跳线与跳远者距起跳线最近的
脚后跟间的距离。所以如果我们
想获得更远的跳跃距离，通常会在
即将落地阶段将双脚尽量前伸。

而在双脚尽量前伸的落地技
巧下，起初的练习会出现双脚过于
前伸，重心没有跟上而导致的身体
失去重心，甚至于后仰直接坐在地
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练习，来改
善落地时身体重心靠后的问题：

a)抱膝跳（左上图）
直立，双腿伸直，双臂下垂；
半蹲，身体重心下降；
双手快速用力向前上摆，脚尖

快速蹬地，垂直向上跳起；
在腾空时，屈髋屈膝，髋部充

分折叠，膝关节触胸。
b)阻力跳（右上图）
需要一名同伴进行协助；
练习者正常进行跳远训练，协

助同伴将一根低磅数的长弹力带
或长的橡皮筋绑在练习者的腰上；

协助者站在练习者正后方，拉
紧弹力带，给予其略微向后的阻
力；

练习者向前发力跳出时，协助
者随练习者前移；

协助者应尽量保证练习者在
跳远各阶段所受的阻力是接近的，
并不会因为练习者向前跳出拉长
弹力带，而在空中感受到明显增加
的阻力。

略微的阻力拉扯会迫使练习
者在整个跳远过程中保持身体平衡
并有意识地关注自己的空中姿态。

请注意，在练习中阻力带或皮
筋不要拉得过紧，以免受伤。

最后，我们来回顾一下想要跳
得远的那些关键点：

①运动开始前进行充分的热
身，并拉伸全身尤其是身体前侧；
②手臂预摆阶段，前摆充分伸展身
体同时两腿伸直，后摆屈膝降低重
心，上体稍前倾，两臂后伸至最大
程度；③起跳时，双脚快速用力蹬
地，同时手臂充分发力，通过摆臂
惯性和蹬地力量使身体向前上方
跳起腾空；④腾空阶段，充分展体，
想象将自己摆成“C”字；⑤落地阶
段，充分屈髋举腿，小腿向前伸，最
终屈膝缓冲落地，完成动作。

除了运动前的基本热身与拉
伸外，通常在进行立定跳远之前，
我会进行这两个动作：

a)躯干前侧拉伸
从底弓步开始，将后膝（本例

中为左膝）尽力向后伸。膝部下
方可以放一条毛巾或将瑜伽垫折
叠起来以获得更多缓冲；

双手放在右膝上，右膝位于
右脚脚踝正上方；

吸气并将手臂举过头顶，保
持手臂与耳朵成一直线；

双脚保持稳定，臀部向前移
动，左大腿靠近地面，感受髋部和
大腿前侧的拉伸；

如果感觉舒适，可将上身逐
渐向后仰，使脊柱向后弯曲；

呼气以放松双臂及双腿，结
束后换边进行。

b)腹部拉伸
俯卧在瑜伽垫或者床

上，双脚并拢，双腿伸直；
双手将上身撑起，骨盆

贴紧瑜伽垫；
感受腹部被牵拉的感

觉。

在进行以上两个拉伸动作后，也许会有朋友问，躯干前侧拉伸和腹
部拉伸与立定跳远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以立定跳远的空中身体姿态为例（标准动作），
观察下图从右数第4和第6个人的空中身体姿态。我们会看到，起跳后
跳远者身体在空中的姿态像是英文字母“C”，而在即将落地时，身体姿
态由“C”变为了反过来的“ ”。C

聊完了身体如何伸展，下面我
们来聊一下如何在立定跳远中更
好地运用你的手臂。

摆臂的起始位置为双手在头
部上方，两臂尽量向后打开，帮助
身体充分伸展；之后，以肩为轴心
做圆周运动向下快速摆动，至两臂
后伸的最大范围，同时屈髋屈膝，
身体前倾；根据个人习惯重复此动
作1-3次后，在起跳时双臂发力由
最大后伸位向前上方快速摆动，双
腿发力蹬地向前上方跳起腾空。

摆臂发力是一种感觉，但很多
初学者无法感受到摆臂对立定跳
远所带来的益处。我们可以通过

练习来寻找这种感觉：
双手持物摆臂
练习者可以手握装满水的矿

泉水瓶或小的杠铃片练习摆臂；
先从原地摆臂练习开始，首先

需要找到双手在头部上方，两臂向
后打开，身体充分伸展的感觉；随
后在两臂向后摆动时寻找后伸的
最大范围；

尝试仅通过摆臂的惯性将身
体向前上带动，由此感受摆臂带来
的惯性。

逐渐找到摆臂感觉后，可在双
手持物状态下进行 3-6 次立定跳
远练习。

为什么先“C”后“ ”的空中身体姿态有
助于跳得更远呢？

我们来做个小实验，拿出一把钢尺，我们
握住钢尺下端，将它的上端向后弯曲呈“C”，
之后，松开钢尺上端的手，看钢尺会发生什么？

对的！钢尺的上端向前反弹了。所以，我
们在立定跳远跳跃滞空后的身体姿态并不是
一成不变的，我们的身体需要先“展”，将身体
反弓，然后在落地前再“收”。如此一来，在空
中我们不但获得了起跳时蹬地的“外力”，同时
还拥有了通过身体“展”和“收”带来的“内力”，
两份力量相辅相成，当然可以跳得更远了。

所以立定跳远开始之前进行髋、大腿、腹
部等的拉伸主要意义在于：

①提前激活身体前侧的肌肉韧带，帮助髋
屈肌、股四头肌、腹直肌等处于可伸展状态；

②帮助跳远者的身体能够在空中完全伸
展，从而获得更远的跳跃距离。

立定跳远前的拉伸 立定跳远中的摆臂

立定跳远后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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